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秩序冊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20日至 111年 11月 24日。 

競賽地點：花蓮小巨蛋體育館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號)。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共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核准文號 ：教育部體育署 111年 8月 5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28391號函。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九屆總統盃 
全國跆拳道錦標賽時間表 

日   期 時     間 項     目 備      註 

11月 20日 

(星期日) 

10:00~14:00 場地佈置 大會於 14:30 提供磅秤讓選手試磅,並

於 15:00~16:00 進行隔日(21 日)賽程

選手過磅。 
14:00~15:00 單位報到 

15:00~16:00 領隊教練會議 

16:00~17:00 裁判會議 

11月 21日 

(星期一) 

08:30~09:00 選手檢錄 第一天賽程 

男子組 -54KG級、-58KG級、-63KG級 

女子組 -46KG級、-49KG級 

大會於 14:30 提供磅秤讓選手試磅,並

於 15:00~16:00 進行隔日(22 日)賽程

選手過磅。 

09:00~12:00 上午賽程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11月 22日 

(星期二) 

08:30~09:00 選手檢錄 第二天賽程 

男子組 -68KG級、-74KG級 

女子組 -53KG級、-57KG級、-62KG級 

       -67KG級 

大會於 14:30 提供磅秤讓選手試磅,並

於 15:00~16:00 進行隔日(23 日)賽程

選手過磅。 

09:00~12:00 上午賽程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11月 23日 

(星期三) 

08:30~09:00 選手檢錄 第三天賽程 

男子組 -80KG級、-87KG級、+87KG級 

女子組 -73KG級、+73KG級 
09:00~12:00 上午賽程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8:00 下午賽程 

18:00~18:30 頒獎 

11月 24日 

(星期四) 

08:30~09:00 選手檢錄 第四天賽程 

混和團體賽 
09:00~12:00 上午賽程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5:00 下午賽程 

15:00~15:30 頒獎 

備     註 

 選手過磅及比賽時應攜帶選手證以供審核，並應妥善保管。 

 每日過磅後進行隔日賽程抽籤。 

 比賽時間：1、個人組為三回合每回合 2 分鐘，中間休息 1分鐘。 

     2、團體組為三回合，第一回合 4分鐘，第二及三回合為 5分鐘，回合間休 

             息時間為一分鐘。 

 本次賽事採用 Daedo Gen2電子護具(電子頭盔)進行比賽,請選手自備最新式 Daedo Gen2

電子襪及個人護具。 

 大會得視賽程進度調整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九屆總統盃 

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大會職員表 

榮  譽  會  長：陳文福、王素筠、王源昌、陳建平、許安進 

大  會  會  長：張火爐 

大 會 副 會 長：李眉蓁、蔡旺詮、羅貴星、王銘絹、沈會承、張國祚、 

周桂名 

大會顧問：劉貴雄、王文通、郭金興、李勝陽、謝春鳳、林應國、 

 陳俊仙、羅貝麗、葉美秀、蘇文能、陳保安、陳世雄、 

 王致詔、劉祖蔭、陳廖霞、童雅琳、鍾登懋、張瓊芳、 

 吳政哲、魏瑞賢、曾正公、劉聰達、莊孝勇、林德昭、 

 呂真誠、連榮華、羅月英、陳三吉、黃義和、張永文、 

 楊唐源、林岳本、陳坤輝、張紹榮、袁知明、張志雄、 

 簡億鑫、邱芳票 

秘  書   長：周雅婷 

副 秘 書 長：羅文祥 戴淑華 林斌堯 

賽 務 經 理：郭庭宜 

裁 判 組 長：戴淑華   副組長：顏祥玶 

競 賽 組 長：陳玟秀   副組長：任鳳儀 

行 政 組 長：楊佳縈   副組長：吳宜恬 

場 地 組 長：姜智騰   副組長：李承祖 

工 作 人 員：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20人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九屆總
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裁判名單 

競賽管理委員會主席   王文通 

競賽管理委員                連文生  黃陞國  童雅琳  林斌堯 

裁判長                             鄭遠崴 

副裁判長                   林久裕 吳榮仁 

裁判 

葉立盈(基隆市) 林宏連(臺北市) 吳盛維(臺北市) 葉家玄(臺北市) 

謝寶慧(新北市) 鄭寅騫(新北市) 余珮菱(新北市) 羅月英(桃園市) 

劉祖望(桃園市) 莊鈞凱(桃園市) 吳慶聰(新竹市) 游輝平(新竹市) 

張劦偉(新竹縣) 許志豪(苗栗縣) 黃東寶(台中市) 竇鳳鳴(臺中市) 

曾繁舜(臺中市) 陳政鴻(南投縣) 葉容瑞(彰化縣) 陳明裕(雲林縣)  

薛妙寧(嘉義市) 方宏訓(嘉義市) 許 丞(嘉義縣) 蔡毓恩(臺南市) 

顏浩倫(臺南市) 李政哲(高雄市) 張忠祿(屏東縣) 林志峰(宜蘭縣)

顏祥坪(花蓮縣)  潘斐章(臺東縣) 

助理裁判 

任鳳儀(花蓮市)  王貞皓(花蓮市)  何中堯(花蓮市) 曾欣培(宜蘭縣) 

魏家豪(宜蘭縣)  游仟瑞(新北市) 



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九屆總統盃 

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 宗  旨：推展全民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奮發蓬勃、積極進取之精神。 

貳、 依    據：本規程經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5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28391

號函備查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肆、 共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花蓮縣政府。 

伍、 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陸、 協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柒、 競賽日期：111 年 11月 20 日～11 月 24 日共五天。 

捌、 比賽地點：花蓮小巨蛋體育館(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玖、 競賽組別：區分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及混合團體組等三組。 

壹拾、 競賽量級： 

一、區分男子組 8 個量級、女子組 8 個量級（體重區分如附表一）進行比賽， 

   每隊每量級以參加一名為限。  

二、混合團體組需為 2 位女子運動員(總體重不超過 135 公斤)；2位男子運動員

(總體重不超過 160 公斤)。  

壹拾壹、 選手資格： 

一、 參賽選手須設籍代表單位之縣市或就讀該縣市之學校並具有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壹段以上資格者。 

二、 年齡：年滿 17 足歲以上（民國 94 年 12月 31 日前出生者）。 

三、 混合團體組參加選手需為個人男、女子組之參賽選手。 

壹拾貳、 組隊方式： 
一、 以各縣市選拔入選之學校、縣市、道館等名稱組隊參賽。 

二、 軍、警單位可以各組一隊參加比賽(男、女各派一隊)。 

三、 直轄市可組 2 隊，其他縣市各組 1 隊參賽，每隊每量級以參加一名選手為限

(男、女隊分開)。 

四、 承辦縣市可再組派 1 隊參賽(直轄市除外)。 

五、 混合團體組各縣市各派 1 隊參加。 

壹拾參、 報名手續：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0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止，逾期概不受

理。 



二、 報名費：個人組每隊新台幣 4,000 元(男、女隊分開計) (縣市代表隊若人數

不足 4 人時可以以個人繳費每人新台幣 1000 元整，但該縣市不計團體成

績) ，混合團體組每隊新台幣 2,000 元，請於線上報名時繳納報名費(未線上

繳費者無法完成報名)。 

三、 本比賽一律採取線上報名，請上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網站—會員專區—比賽

服務網頁進行網路報名，相關說明請自行上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網站參閱(注

意:證明文件一律線上上傳審核，請將切結書、戶籍謄本或在學證明(學生證)

拍照上傳)。 

四、 選手報名時所提資料，如有偽造不實者，經檢舉查明屬實，除教練、選手負

其責任外，同時取消該選手所獲成績，所屬單位將以偽造文書提報有關單位

議處。 

五、 已報名單位如未參賽,所繳費用於扣除保險費及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

還餘款。 

壹拾肆、 大會裁判：由本協會選聘，另函發布之。 

壹拾伍、 競賽規則： 

一、 採世界跆拳道(World Taekwondo)2022 年頒佈之最新競賽規則實施。 

二、 本次競賽採用 DAE DO Gen2 電子護具及電子頭盔進行比賽，DAE DO Gen2 電子

護具及電子頭盔由大會提供，請選手自備 DAE DO Gen2 電子襪(感應磁石 11

顆)、護檔(陰)、護手肘、護腳脛、護手套及護牙套。 

三、 第五、七名之名次賽，採一回合賽制決定勝負。 

四、 混合團體組比賽相關規則如下: 

1. 混合團體組比賽時間為三回合，第一回合為 4 分鐘的傳統賽制，出場順序為

1 號及 2 號女性選手，3 號及 4 號為男性選手(最輕至最重者)，每位選手出

場一分鐘對戰，中間不休息，第一回合結束後休息一分鐘後進行第二回合及

第三回合。第二回合及第三回合為 5 分鐘，回合間休息時間為一分鐘。第二

回合及第三回合則以擊掌方式(tag-team)為主之賽制。如選手交換時未擊

掌，則給予一個扣分判罰。 

2. 第二回合由青方先派出女性選手一名進行比賽，第三回合由紅方派出女性選

手一名進行比賽 

3. 如果出現擊倒且主審讀秒，額外加 5 分 

4. 混合團體組第二回合及第三回合每隊有 12 次換人機會，換人時如為異性選

手，對方應換同性別選手。每位選手上場後必須在場上 20 秒後始可換人，

兩邊同時舉旗換人時以舉旗手為主 

5. 沒有差分制，不使用錄像審議 

6. 先獲得 50 分之隊伍為優勝隊伍或被扣滿 30 個扣分之隊伍落敗 

7. 每隊允許兩位教練及一位隊醫或防護員(如有)進場 

8. 三回合後如平手，將以 Tag-team方式進行 4 分鐘的第四回合黃金得分賽，



先取得 4 分的隊伍為優勝者 

9. 在比賽中若有選手受傷，無法出戰下一場比賽，下一場可以 3 人出賽，但對

手將先獲得 10 分。若少於 3 人出賽，將會被取消資格 

五、 混合團體賽其他相關事宜及細節將於領隊會議時公布。 

壹拾陸、 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 民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假本會 6 樓會議室舉行第一次

領隊會議及抽籤（未出席者由本會代抽）。 

二、 民國 11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於比賽場地舉行第二次領隊會議。 

三、 凡大會一切有關規定及競賽規則修正事項均於領隊會議宣佈實施，並公告在

協會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壹拾柒、 報到與過磅： 

一、 民國 11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於比賽場地辦理報到手續、領取秩

序冊及選手證，每日下午 1時 30分在比賽場地提供大會指定之磅秤供所有參

賽選手自行試磅。下午 2 時至 4時隔日賽程選手正式過磅。 

二、 過磅以一次為限，選手如於第一次過磅失敗，允許於大會規定之過磅時間內再

過磅一次。 

三、 選手過磅時男生以赤足及裸身著短褲為基準，女生以輕便服(短褲)為基準，各

選手應攜帶【選手證】過磅，未於限定時間內完成過磅者，以失格論。 

壹拾捌、 獎勵： 

一、 個人成績：各組各量級錄取成績前八名(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並列)，前

三名頒發獎牌乙面、獎狀乙紙，第五、第七名頒發獎狀乙紙。 

二、 混合團體組成績：錄取成績前八名各頒發獎狀乙紙。 

三、 團體成績： 

(一). 每隊須報名滿 4 人以上始可計算團體成績。 

(二). 每組錄取成績前四名之單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狀乙紙。 

(三). 團體成績之計算以該單位所獲金牌數量最多者為優勝，若金牌數相同

時則依序以銀牌、銅牌數量之多寡評定優勝隊伍。若金牌、銀牌、銅

牌數量皆相同時，則以金牌量級較輕者為優勝。 

壹拾玖、 懲戒： 

一、 警告：凡本會會員於競賽中有下列情事者，一律予以警告處罰。 

(一) 裁判員在一次競賽中任裁判連續判決一次以上錯誤，經競賽管理委員會

審定者。 

(二) 教練或選手在競賽場中，有不雅行為者。 



(三) 教練或選手無正當理由在競賽進行中，向裁判提出抗議者。 

二、 停權：具有下列情事者，停止本次比賽後續賽程一切權利,並交大會競賽管

理委員會議處。 

(一) 教練或選手連續遭到警告三次，仍不知悔改者。 

(二) 教練或選手在會場以言行擾亂會場秩序者。 

(三) 教練或選手對大會會員粗鄙言行及暴力行為者。 

(四) 教練或選手在大會場內，以惡劣言行，表示抗議者。 

(五) 在競賽中，裁判集體舞弊，妨害公正判決，經競賽管理委員會審議確定

者。 

(六) 競賽進行中，選手故意拒絕出場，或唆使別人拒絕出場，經查屬實者。 

(七) 競賽中，令不合格選手出賽之教練，及該與賽選手。 

(八) 比賽中，拒絕大會安排之合法裁判者。 

(九) 競賽中，未經大會認定而私自更改選手成績者。 

貳拾、 申訴： 

一、 依據世盟跆拳道競賽規則辦理。 

二、 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均一律取

消個人之比賽成績，並交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 

三、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十五分鐘，檢附申訴書向競賽管理委員

會提出，如發現冒名頂替或降級、越級者，除當場向裁判報告外，同時仍

應檢附申訴書向大會提出申訴，一經查明證實得取消個人比賽之成績。並

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貳拾壹、 一般規定： 

一、 比賽場地內除指導教練一名及當場比賽選手一名外，其他人員不得逗留在指

導席上參觀或助陣加油，違者依競賽規則規定給予該選手「不合情宜」之犯規

判罰。 

二、 嚴禁選手靜坐場內抗議申訴，以維護比賽秩序進行。大會除不接受該項申訴，

並懲處該選手及其教練，二年不得參加國內比賽資格。 

三、 參加比賽選手憑【選手證】進場比賽，報到時交檢錄組登記檢查後自行保管，

於比賽時交該場次比賽陪審查驗。如比賽中遺失【選手證】則需於比賽前向競

賽組提出申請補發後始可出賽(工本費 300 元,乙次為限) 

四、 參加比賽之選手一律穿著全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跆拳道競技道服始可下場比

賽。 

五、 參加比賽選手應於賽前 30 分鐘檢錄完畢，經播報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之。 

六、 在比賽進行中，如選手另一方棄權時，對方選手應進入場內由主審宣判得勝後

始算確定得勝；如勝方選手未按規定進入場內經主審宣判獲勝，則視同棄權論

(對手過磅未通過者除外) 。 



七、 參加比賽一切經費各隊自理，並請自備隊旗以備開幕典禮使用，各縣市代表隊

須派員參加開幕典禮，未參加開幕典禮之單位，不列入團體成績排序。 

八、 比賽中任何一員均不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除不予受理外，並視違規情節輕

重得交由大會競賽管理委員會議處。 

九、 比賽期間大會投保【公共意外險】及【選手人身保險】，如需增加者請各單位

自行投保。 

貳拾貳、 本報名資料僅供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辦理「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太平洋盃

暨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貳拾參、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 選手注意事項 

1.參與協會舉辦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 

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 

途豁免。（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3.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10 月 22 日。 

二、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三、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四、其他藥管規定(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貳拾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疫期間請隨時至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區查詢相關資訊，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

001922 洽詢，並請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

疫政策，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貳拾伍、 本賽事期間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 

電 話：(02)2872-0780~1 

傳 真：02-2873-2246 

電子信箱：info.tpetkd@gmail.com 

貳拾陸、 本辦法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大會召開會

議修正之，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切 結 書 
 

本人自願參加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主辦之「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所附的報名資料、證件等完全屬實、正確，如有不實或偽

造願接受大會停賽之處分；如於比賽中有任何受傷，除大

會給予之保險理賠外不得向大會提出其他理賠要求。 

 

 

 

參 加 選 手 簽 名 ：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所 屬 教 練 簽 名 ： 

 

 

 

備註：每一位選手均須填寫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 

 

 

本報名資料僅供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辦理「中華民國 111 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第十

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使用。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附件一) 

體重區分表 
 

男子組 女子組 

量級 體重 量級 體重 

-54公斤級 54.0公斤以下 
-46公斤

級 
46.0公斤以下 

-58公斤級 54.1-58.0公斤 
-49公斤

級 
46.1-49.0公斤 

-63公斤級 58.1-63.0公斤 
-53公斤

級 
49.1-53.0公斤 

-68公斤級 63.1-68.0公斤 
-57公斤

級 
53.1-57.0公斤 

-74公斤級 68.1-74.0公斤 
-62公斤

級 
57.1-62.0公斤 

-80公斤級 74.1-80.0公斤 
-67公斤

級 
62.1-67.0公斤 

-87公斤級 80.1-87.0公斤 
-73公斤

級 
67.1-73.0公斤 

+87公斤級 87.1公斤以上 
+73公斤

級 
73.1公斤以上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組隊職員名單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張家豪   教練：簡育南 謝春鳳   管理：簡鈺庭  

  何冠曦 洪安慈 高雅萍 郭愛子 葉伃晴 劉媁婷 簡湘玲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 A 

  領隊：李勝陽   教練：陳禹伸   管理：江珮華  

  朱曼琳 李昀潔 李涵瑄 姚沛妤 彭佳瑩 葉品妤 劉永俐 盧子庭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 B 

  領隊：李勝陽   教練：陳彥霖   管理：江珮華  

  江祁蓁 林芷誼 林美瑄 陳彩菲 黃郁雯 葉亭昀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陳金松   教練：鄭嘉慶 陳怡卉   管理：童品臻  

  林伊辰 林庭萱 施瑩琦 張喬閔 陳美玉 陳蕾頎 董庭妘 蘇亨禹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陳金松   教練：童品臻 林彥宏   管理：童品臻  

  吳心婷 沈佳蓁 張又心 陳宜均 曾靜瑜 黃乙恩 蔡珊妮 鍾佩岑 

桃園市 A 

  領隊：周宗維   教練：陳維新 高銘鍵   管理： 

  江孟臻 李汶庭 周紓涵 徐彧媐 涂爾芸 張盈姿 莊采蓁 謝沁諠  

桃園市 B 

  領隊：周宗維   教練：何嘉欣 高銘鍵   管理： 

  王詠惠 李恬葳 林依沛 林凌禛 林紫予 湯旻芳 湯旻潔 劉羽 

新竹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張瑩如   教練：黃彥皓   管理：薛肇璿  

  吳羽絜 吳佳蓉 范芸瑄 顏怡君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徐筱菁   教練：許志嘉   管理：莊群煜  

  安珮帆 胡羽晴 張又慈 張詠綺 彭映心 

臺中市 A 

  領隊：謝佩禎   教練：邱盟仁   管理：婁自德  

  陳沛綺 陳柔蓁 陳苡慈 曾彥琋 黃靖蓉 蔣芷昀 謝佳倖  

臺中市 B 

  領隊：鄭潘錡   教練：廖唯鈞   管理：王兆詮  

  田安婷 卓琳臻 陳韻安 葉芷含 賴婕翎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林美瑤   教練：林佳燕 許祐僑   管理：鍾宜真  

  巫宜臻 紀鈺玲 張英婷 陳品汝 陳翊芳 黃茗蔧 黃翊婷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組隊職員名單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魏瑞賢   教練：朱建安 楊育峻   管理：魏辰洋  

  田孟慈 全若綺 吳庭綺 林羽宸 金怡君 馬妤昕 陳乃慈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許司衛   教練：鄭麗秋 蔡軫如   管理：施廷宜  

  吳思語 林欣宜 楊佳臻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  教練：陳世凱 林宜青   管理： 

  林家妤 邱少萱 楊于靚 蔡昀蓁 簡琦霏 顏欣岑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張永文   教練：徐啟軒   管理： 

  山世萱 馬郁雰 馬婷霞 郭宜蓁 郭玟廷 陳沛妤 楊懿琪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梁利安   教練：方俊達   管理： 

  林舒莉 林詠涵 施云偵 楊慧玲 葉怡君 鄭郁瑄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李眉蓁   教練：陳坤羿 陳守強   管理： 

  王怡淨 林翊榛 高心怡 楊旻靜 鄭喬心 鄭雅忻 戴瑀嫣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李眉蓁   教練：張子婕 曾佳欽   管理： 

  王凱薇 吳羽婕 林君穎 林清孝 時亞妘 鄭喬安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潘長成   教練：蔡佩晴 涂建州   管理： 

  李珮禎 林家瑩 林紘伃 蘇云辰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張志雄   教練：吳舟新   管理：簡文真  

  郭子筠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徐瑞陽   教練：陳廖霞 廖緗縈   管理：郭庭宜  

  林尹馨 高葭瑀 陳芷蝶 陳倩 蔡念恩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徐瑞陽   教練：陳雅欣 童乾華   管理：李承祖  

  田智賢 林家妤 花語軒 邱雅靖 

臺東縣 

  領隊：吳信和  教練：蔡介賢  管理：劉育芳 

  宋祐禎 李若慈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女子組隊職員名單 
金門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  教練：李錫添   管理：劉怡君  

  李芷儀 林庭安 

國軍跆委會 

  領隊：  教練：  管理： 

  林奕慧 陳詩婕 蘇盈羽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隊職員名單 
基隆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童子瑋   教練：簡億鑫 劉展佑   管理：孫立君  

  林冠佑 許哲嘉 陳渙文 陳璿宇 黃驛雄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 A 

  領隊：李勝陽   教練：陳盈志   管理：江珮華  

  吳宥均 宋育愷 陳亮希 陳柏翔 黃宇睿 蔡昇宏 鄭宇辰 鄧丞恩  

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 B 

  領隊：李勝陽   教練：王安慶   管理：江珮華  

  包宇庭 曹琮崴 許凱翔 程昱展 劉承勳 賴捷凱 賴欽賢 謝承佑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陳金松   教練：張婉貞 邢玉暄   管理：林彥宏  

  周劭凱 林逸杰 范綱峻 郭獻升 黃裕憲 葉品宏 劉俊辰 謝宗佑  

新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陳金松   教練：童品臻 林彥宏   管理：林彥宏  

  方家緯 宋揚 梁興誠 楊博鈞 蔡尚霖 鄭翔翃 簡光佑 魏宏璋 

桃園市 A 

  領隊：張火爐   教練：宋楷翔   管理：高銘鍵  

  王家宏 巫少輔 張政壕 張睿恩 陳家昇 陳家樂 葉奇勳 廖閎銘  

桃園市 B 

  領隊：張火爐   教練：張瓊芳   管理：高銘鍵  

  洪秉棋 翁道生 曾呈佑 曾星惇 管家緯 劉世軍 劉光遠 潘奎安 

新竹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劉貴雄   教練：游承勳   管理：張添煜  

  吳瑞銘 陳德曜 黃國丞 劉宇綸 韓嘉恩  

新竹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麥曜晉   教練：白紹翊   管理：袁知明  

  彭文鴻 趙冠畬 劉曜棕 

苗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羅貴星   教練：陳志平   管理：王界仁  

  林煒喆 陳映智 陳鵬仁 湯凱翔 鍾翊廷 簡俊仁 

臺中市 A 

  領隊：王銘絹   教練：楊家維   管理：徐晧宸  

  王晟瑋 李哲瑋 林蘊凱 湯凱安 黃少緯 葉宗達 賴冠宇 鍾力航  

臺中市 B 

  領隊：林烈鐘   教練：張文儀   管理：宋傢茵  

  呂家新 莊宗穎 許瀚中 陳主榮 陳冠宇 楊仁豪 趙峻莛 謝志祥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隊職員名單 
彰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吳豐宇   教練：蕭景琪 許宸瑗   管理：高楊曼卿  

  王政暐 李仕誠 林家豪 粘殿附 黃信富 楊宗燁 劉祈利 鄭博鍹 

南投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許淑華   教練：陳志傑 陳政鴻   管理：魏辰洋  

  李信傑 林祐德 陳冠祐 黃卓乘 

雲林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蔡長泰   教練：鄭麗秋 郭采佩   管理：陳萭芮  

  方穎 吳克軒 李昀峰 陳乙胤 賴恩奭 蘇昱達 

嘉義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  教練：陳世凱 黃焌雄   管理： 

  余哲安 林祐聖 蔡辰泓 蕭宇辰  

嘉義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林應國   教練：陳信志   管理：楊慶文  

  李奕圻 林皇誠 紀均知 蔡旻奇 羅柏凱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蔡旺詮   教練：陳雨良   管理： 

  王柏智 林宏霖 林聖智 胡竣傑 陳冠志 陳師為 劉韋辰 鄭文凱  

臺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張紹榮   教練：翁小佩   管理： 

  王延愷 金勢弦 陳立謙 蔡易紘 鄭琨穎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李眉蓁   教練：陳坤羿 曾佳欽   管理： 

  何秉宸 李傑仁 金宣穎 胡中睿 陳俊維 陳昭翰 劉俊宇 鍾承凱  

高雄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李眉蓁   教練：徐正鴻 王人偉   管理： 

  何松泰 野崎司 陳凰甲 曾茂瑋 曾韻宸 

屏東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羅貝麗   教練：陳泰延 涂建州   管理： 

  林承駿 陳建凱 劉人豪 劉少瑋 蔣杰翰 蔣秉峰 蔡宗穎 

宜蘭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張志雄   教練：吳宇政 陳弈任 馮皓暉 黃家新   管理： 

  郭竑逸 陳聖恩 黃有全 鄭傑文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徐瑞陽   教練：羅宗瑞 董人維   管理：郭庭宜  

  江彥澄 吳邵裴 李偉銘 林立凱 許名坤 童柏祥 黃國祥 黃楷峰 



中華民國 111年花蓮縣太平洋盃暨 

第十九屆總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社會男子組隊職員名單 
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B 

  領隊：徐瑞陽   教練：姜智騰 任鳳儀   管理：李承祖  

  于昊楊 王佳耀 任緯華 林峻皓 陳皓 盧承宗  

澎湖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領隊：黃賜榮   教練：廖文雄   管理：郭瓊慧  

  王偉丞 呂皓翔 呂晧宇 廖燦杰 薛立誠  

金門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A 

  領隊：  教練：李錫添   管理： 

  洪維鍇 

國軍跆委會 

  領隊：  教練：  管理： 

  朱思翰 林政緯 林紹恩 許凱竣 黃澤恩 鍾誌剛 羅明均 

 

 

 

 


